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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对 SAH患者抑郁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吴晓亮 1 、 刘宝顺 2 、 宋　薇 1 、 张长理 �

【摘要】目的　观察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对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患者术后的抑郁及认

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1 年 � 月至 201� 年 � 月我科收治的 �4 例自发性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间断腰椎穿刺引流，观察组给予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治疗前及治

疗后 � 天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两组患者抑郁情况，术后 � 个月随访时采用临床痴呆量

表（CDR）评分评价患者认知功能。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均明显下降，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术后 � 个月后，观察组 CDR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结论

　与腰椎穿刺引流术相比，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能更好的改善 SAH 患者术后抑郁情绪及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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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drainage of lumbar cistern drainage on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AH　WU Xiaoliang，LIU Baoshun，SONG Wei，et al. Dingzhou City people’s Hospital，Dingzhou 
0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drainage of lumbar cistern drainage on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 Methods　We selected 84 cases of 

spontaneou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our department，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termittent lumbar puncture drainage，observation group given spinal cistern set tube continuous drainage，Be-

fore treatment and at discharge using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assessmen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At the 3 month follow-up，patients with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while the 

HAMD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5）；After 3 months，the CDR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lumbar puncture and drainage，continuous drainage of lumbar cistern can improve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

tion in patients with SAH，and it i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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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大脑底部或表面血管破裂

后血液直接流入蛛网膜下腔而引发的疾病，一般为

突然起病，其中颅内动脉瘤破裂是引起 SAH 的最主

要原因［1］，发病后脑缺血缺氧可影响患者的认知功

能，因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患者在发病后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加上患者担忧自己会

成为家庭负担，其不良情绪进一步加重，这些会严

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如何减少患者抑郁

情绪、尽可能的恢复认知功能是本研究的目的。本

次研究比较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与间断腰椎穿刺引

流对 SAH 患者抑郁及认知功能评分的改善情况，现

表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科收治的 84

［作者工作单位］1. 河北定州市人民医院（定州，07�000）；2. 河北保定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河北邢台威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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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发性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所有患者或家属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行 CT 及血管造影检查明确诊

断为 SAH。排除标准：合并有凝血障碍、合并颅内

其他占位性病变、颅内感染等具有手术禁忌症者；腰

穿部位皮肤或组织感染者；具有脑疝征象者；患者合

并有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者；腰穿部位皮肤感染者及

具有脑疝征象者。选择 Hunt-Hess 分级［2］Ⅰ级和Ⅱ

级者。将入选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42 例。对照

组中男 23 例，女 19 例；年龄在 46～67 岁之间，平

均为（55.2±4.8）岁；病程 2～5d，平均为（3.2±0.7）

d。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17 例；年龄在 45～71 岁之

间，平均为（57.6±5.2）岁；病程 2～6d，平均为（3.4
±0.8）d。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确诊后根据病情给予动脉瘤夹闭手术

或血管内栓塞术，术后患者病情平稳后，观察组行

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患者侧卧于硬板床上，保持

背部与床板垂直，膝部向头部弯曲，悬着 L3-L4 或

L4-L5 椎间穿刺，局部消毒后铺无菌洞巾于手术部

位，5％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使用穿刺针进行常规

腰穿，待脑脊液流出后，置入内径 1mm 内的引流管，

深度为 8～10cm，拔出穿刺针，锁定尾帽，穿刺处

贴膜固定，然后将引流管固定于肩部，连接积液袋，

日引流量控制在 250ml 左右。术后给予抗感染等对

症支持治疗。对照组给予间断腰椎穿刺引流。严格

无菌操作，避免引起感染等并发症。

1.�　疗效观察 

治 疗 前 及 治 疗 5 d 后 采 用 汉 密 顿 抑 郁 量 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价两组患者

抑郁情况，术前及术后 3 个月随访时采用临床痴呆

量表（CDR）评分患者认知功能。

1.3.1　HAMD 评分［3，4］ 

由经过培训的两名评定者对患者进行 HAMD 联

合检查，HAMD 量表含有 17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法，0 无，1 轻度，2 中度，3 重度，4 极重度。

正常：总分 < 7 分，总分 >7 分存在抑郁，分数越高

说明抑郁程度越重。

1.3.2　痴呆量表评分［5］ 

由经过培训的一名评定者，跟患者或家属进行

交谈，用临床痴呆评定量表对患者痴呆严重程度进

行分级，从记忆力、定向力、判断力 + 解决问题能

力、社会事务、爱好、个人料理这个 6 项来评分，

每项功能的得分不叠加，而是根据总的评分标准将

六项能力的评定综合成一个总分，其结果以 0，0.5，

1，2，3 分表示，分别判定为正常，可疑，轻，中，

重度等五级。

1.4　数据分析 

此次研究所有数据均录入 SPSS17.0 软件包进

行分析，正态性分布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在所有数

据计算统计之前进行。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均明显下降，治疗

5d 后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5d后

观察组 42 21.34±3.16 10.35±2.71

对照组 42 21.26±3.20 14.26±2.84

t 0.115 6.455

P 0.454 0.000

2.2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比较 

3 个月后，观察组（脱失 4 人）CDR 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脱失 5 人），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详情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CDR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1.32±0.34 0.63±0.11

对照组 37 1.30±0.29 0.98±0.16

t 0.290 11.682

P 0.386 0.000

3　讨论

SAH 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在发病

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焦

躁不安、情绪多变、淡漠、悲观、抑郁等不良情绪，

这些情绪会影响患者预后和转归［6-7］。除了担心高额

医疗费用外，患者的不良情绪极大程度的是因为治

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并发症或治疗效果的不确定

性。并发症常常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从

而导致严重的后果。SAH 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可

能是由于患者出现脑血管痉挛后造成脑组织缺血缺

氧，一般情况下损害较轻，临床上难以察觉，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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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临床痴呆评定量表筛查后发现，临床表现为智

力下降、记忆力下降、学习能力减低、注意力障碍、

认知速度下降、言语理解缺陷等。

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可通过调整引流管的高度

来控制引流速度，不会因引流过度而发生脑疝、颅

内血肿、脑肿胀等严重并发症［8］。多数研究［9-10］表

明与传统腰椎穿刺相比，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具有

以下优点：①脑脊液日引流量为 250ml 左右，可加快

脑脊液的产生，促进脑脊液色循环，清除有害物质，

迅速缓解头痛等症状。②有效降低颅内压。③易于

留取标本送检，指导医生临床用药。④创伤小，避

免多次穿刺给患者带来痛苦，患者易于接受。腰大

池置管持续引流通过减轻血性脑脊液对脑膜的刺激，

缓解脑血管痉挛，改善脑缺血状态。而间断腰椎穿

刺引流需要反复多次进行穿刺引流，不仅给患者的

造成一定的心里负担，而且增加危险性和患者的经

济负担。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认知功能情况优

于对照组，抑郁程度低于对照组。这说明腰大池置

管持续引流有利于减少患者抑郁情绪并回复部分认

知功能。

综上所述，与腰椎穿刺引流术相比，腰大池置

管持续引流能更好的改善 SAH 患者抑郁情绪及认知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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